


校長的話 

 
協和學生一向秉承着「一生一體藝」的原則，常參與

不同的聯課活動，可謂文武雙全，更有些同學是十項全能，
樣樣俱能。 

暑假期間，我整理協和上午校的校友資料，發現協和
孕育了不少藝人，我想是因為他們自小已學習不少聯課活
動，更常參與學校的演出和比賽，所以多才多藝，絕對適
合在娛樂圈發展。其實協和校友中，亦不乏商界及政界名
人，只不過他們的名字沒那麼多人認識罷了。 

同學們，不要少看聯課活動，它們除了讓你發展個人
興趣，更為你鍛鍊不同的技能，請用心選擇，或許你將來
的工作與你的聯課活動有莫大關連的。 
用餘暇，鍛練強健的             
                              協和小學(長沙灣)校長 

    蔡世鴻 

                                     

             

 
 

目錄 

項目 頁次 項目 頁次 

音樂 1-14 學術 29-32 

體育 15-25 視藝 33-34 

舞蹈 26-28 電視台、電腦 35-36 

    

聯課活動課程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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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管樂訓練班：演奏樂器是需要長期的學習，努力練習才能有所成，故管樂

訓練班並非短期的興趣班。學員在訓練班中會學習到基本的演奏技巧。 

II. 管樂團訓練：當學員學習到一些基本的演奏技巧後，就會被編入管樂團（初

團），他們不但可以在樂團中接受合奏訓練，還要培養團隊精神和提高專注

力。這部分是重要而必頇的。當學員的演奏達到一定水準，就會由導師推

薦至管樂團（高團），使他們有更多機會參與演出或比賽。 

 

管樂訓練班及管樂團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或比賽。 

(3) 提高同學對吹奏樂器與合奏的興趣及演奏能力。 

(4)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5) 建立自信，促進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管樂訓練班：逢星期一至三 ; 管樂團：逢星期五 

時    間： 管樂訓練班：下午 1:20 –3:05，(P1-2)下午 2:45 – 5:00(P3-6) 

每節 45分鐘 

管樂團：下午 2:30 – 3:30 初團，下午 3:30 – 5:00 高團 

導    師： 盧永昌先生(樂團指揮及小號導師) 

陳國超先生、謝寶芬小姐(長笛導師) 

潘若基先生、彭詠賢小姐(單簧管及薩克管導師) 

魏龍勝先生(小號導師) 

鄭康業先生(圓號導師) 

翁  越先生(長號、次中音號及大號導師) 

負責老師： 周亦莊老師 

地    點： 本校 

學    費： 訓練班：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0 堂，每堂 110 元 

管樂團：每堂 30元 

名    額： 訓練班每節每小組 4人  

(先由學生報名，面試後由導師按能力及樂器編班) 

 

本校管樂訓練課程開辦以下樂器班： 

1. 長笛 

  

2. 單簧管 

 

 

3. 薩克管 4. 小號 

5. 圓號 

 

6. 長號 7. 次中音號 8. 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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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樂 團 簡 介 

本校一直致力推行「一生一藝術，一生一運動」，鼓勵學生擁有一項屬於
自己的技能，透過本校管樂團之成立，從而提升學生對學習管樂及演奏的興
趣。通過管樂訓練，增強學生的合作精神。藉著參與社區表演及比賽，讓學生
有更多演出的機會，增強自信心，同時亦提高其自我形象。 

 
為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使學生有全面的發展，本校於 2001 年成立了

管樂團，管樂團在過去的日子裏，承蒙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發展，由最初三
十多人至現在分高團及初團共有一百多人。本樂團團員學習態度認真，在具專
業資格及富音樂培訓工作經驗的導師悉心指導下，水準不斷提高。 

 
樂團近年參加的演出活動、比賽計有協和動藝繽紛 Show、全港學界慶祝

國慶文藝匯演、聖誕報佳音、聖誕慶祝遊藝節目、畢業典禮、香港青年音樂匯
演及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等，深獲家長及社會人士支持及一致好評。樂團現在
已發展至超過 30 個樂器班。樂器班共有 8 位導師，他們皆畢業於香港及海外
的大學音樂系，具有多年演奏及教學經驗，除經常作公開表演及研究各類藝術
之外，亦熱心參與教學工作。除管樂團外，本校亦設有初級管樂團，讓初學樂
器的學生能夠有機會感受合奏的樂趣，希望讓他們有充足的準備，能夠在往後
日子在樂團內大展所長。 

盧永昌先生(樂團指揮及小號導師) 
香港世紀管樂團主席兼創辦人，2002 年起開始發 
展其音樂事業，活躍於本地多個樂團，先後在多 
間本地學府任教，於 2004 至 2006 年間獲「日本 
步操樂團及迴旋棒隊協會」邀請參與日本步操樂 
團及迴旋棒全國大賽，賽後幸獲得連盟理事長杉 
浦紀子小姐及其他連盟顧問之邀請，出席晚上歡迎會，除與日本業界人士交流
心得外，更有機會向其他國家，如美國、韓國等的業界先驅學習。 
盧氏亦非常重視自我提升音樂教育的知識及經驗， 經常率團到外交流， 包括
南沙英東中學、北京中港青年新春音樂會等，藉此提升各團員對音樂的認識及
興趣。更帶領香港世紀管樂團參加「中華文化藝術節」國際音樂藝術大賽管樂
團公開組勇奪「金獎」；任教期間獲「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頒發「傑
出社區康體導師金獎」 
盧氏現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理事、「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香港康樂體
育專業人員總會」會員及「香港管樂維修協會」副會長。 
 

陳國超先生(長笛導師) 
陳國超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音樂學院(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之前身) ，
具有多年演奏及教學經驗，除經常作公開表演之外，並分別任教於香港中文大
學及香港多間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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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寶芬小姐(長笛導師) 
謝寶芬出生於香港，在中學時開始學習鋼琴及長笛，畢業後加入女青年會管樂團為長笛手。
及後跟隨香港長笛名師陳國超先生學習，並考取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長笛第八級証書。現任
香港交響樂協會秘書、香港德明愛樂管樂團長笛手；及於中、小學擔任樂器班長笛導師。 
 

潘若基先生(單簧管及薩克管導師) 
潘若基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音樂教育，考獲 ATCL，曾參與佩爾、敬克、馬連納及比

斯洛根高的大師班，更獲得香港電台邀請作演奏嘉賓，潘氏亦曾在北京、上海及紐約之中

國駐美大使館作獨奏演出。潘氏於中華管弦樂團當首席達 13 年，並一直積極參與自 2002

年創立的香港愛樂管樂團之演出。 

 

彭詠賢小姐(單簧管導師) 
彭詠賢 2002 年開始學習單簧管，於 2009 年考獲 LTCL clarinet，其間活躍於本地多個樂

團包括：Pro arte orchestra， 香港愛樂室樂團，香港青年交響樂團，香港城市大學管絃

樂團至今;彭詠賢亦任教於多間學校包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金文泰中學，方樹

泉小學，柏斯琴行音樂藝術中心。 

 

魏龍勝先生(小號導師) 
He graduated from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where he received a Bachelor of 

Music (Hons.) degree in Trumpet Performance. In 2001, he received the Bernard Van Zudines 

Music Fund from Hong Kong and the Peabody Scholarship to further his studies at the Peabody 

Conservatory of Music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Mr. Ngai obtained his 

Master of Music degree after having spent less than a year. Mr. Ngai has performed frequently 

with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and Music Festivals, including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Hong Kong Sinfonietta etc. Between 1997-2000, he also joined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for a performance tour of Asia, US, and Australia. 

 

鄭康業先生(圓號導師) 
鄭康業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主修圓號，其後在澳洲亞德雷德大學攻讀音樂學士學

位。鄭氏曾參與多個樂團的演出如：演藝學院管弦樂團、泛亞交響樂團、香港交響樂團、

香港愛樂管樂團及澳門樂團等。鄭氏亦熱心參與教學工作：現任協和小學、九龍禮賢學校、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及康文署-音樂事務處兼任導師。亦為華英中學管樂團、保良局蔡繼有學

校管樂團、迦密中學管弦樂團及香港國際音樂學校管弦樂團指揮。 

 

翁  越先生 Yongyut Tossponapinun (長號、次中音號及大號導師) 
Yongyut Tossponapinun obtained his Bachelor of Fine Arts in Music, Major in Tuba at th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in Bangkok, Thailand 1989 - 1992 and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1993 - 1995. He was in Asian Youth Orchestra as principal Tuba 1991 - 1995 and 

did tour around Asia, Europe and USA.  

He was holding the principal tuba with Bangkok Symphony Orchestra 1989 – 1992 and Hong 

Kong Sinfonietta from 1995 - 1998. Joint the World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cert in Thailand, 

1995 as part of the King’s 50 Coronation Anniversary. 

At times, he works for the City Chamber Orchestra of Hong Kong, Macau Orchestra,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Hong Kong Wind Philharmonia as a freel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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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同學可瀏覽以下網頁，認識及試聽更多的樂器）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MusicOffice/intro_music/

west_chi_main.html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MusicOffice/intro_music/west_chi_main.html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MusicOffice/intro_music/west_chi_main.html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訓練班及弦樂團 
目    的： (1)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2) 提高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及演奏能力。 

(3)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4)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弦樂訓練班：每星期一節，逢星期一至五有班 

弦樂團：逢星期五(頇面試或獲導師推薦參加) 

時    間： 弦樂訓練班：每節 45分鐘至一小時 

個別/考試班：每節半小時至 45 分鐘 

弦樂團：初團每節 1小時，高團每節 1.5小時 

導    師： 蘇  陽先生、徐樂明先生、陳肇珩小姐、 

楊天美小姐、黃潔穎小姐 

負責老師： 譚雅文老師 

地    點： 本校課室及二樓活動室 

學    費： 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0堂，訓練班每堂 110 元 

弦樂團每堂 30元 

個別/考試班：每堂 220元 

名    額： 訓練班每節小組約 4至 5人 

 

導 師 簡 介 

蘇陽先生(小提琴、中提琴導師及樂團指揮) 

蘇陽跟隨黃衛明先生學習小提琴。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小提琴八級証書，

及香港演藝學院深造文憑課程。曾參加以下樂團：HKAPA Orchestra、泛亞交響

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林克漢交響樂團及香港弦樂團等。現是音樂事務處弦

樂導師，曾在聖保羅書院小學(男校、女校)、金文泰中學、置富始南小學及田始

南小學任教。 

 

楊天美女士(小提琴、中提琴導師) 
楊天美導師於香港演藝學院考獲小提琴證書及高級文憑證書。其後於多間中、

小學任教導師，富有豐富教學經驗。楊導師亦曾參與香港演藝學院管弦樂團、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香港弦樂團及香港管弦樂樂團，有多年樂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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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樂明先生(大提琴導師) 

徐樂明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於 2000 年考獲獎學金往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深造，選修

大提琴演奏及音樂教育，並經常參與當地室樂及管弦樂演出。其後擔任澳門青年交響樂

團客座大提琴首席，並參與泛亞交響樂團及香港兼職大提琴手。徐導師熱衷於室樂及現

代音樂演奏，經常聯同香港青年音樂家參與室樂演出，並多次首演香港青年作曲家的作

品。曾任職音樂事務處及樂團指揮，積極推廣香港的音樂事務。徐導師亦於各中、小學

及音樂中心任教樂器班導師及指揮，如九龍真光中學、馬頭涌官立小學及葉氏兒童音樂

實踐中心。 

 

陳肇珩女士(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導師) 
陳肇珩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取得音樂榮譽學士資格，並獲頒發 the Peter and Nancy 

Thompson Scholarship。她由 2000 年開始教授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於 2002 年為亞洲青

年管弦樂團低音大提琴首席，進行日本、台灣及中國巡迴表演。稍後於 2003 獲頒發 the 

Society of APA Scholarship, 成為香港演藝學院交響樂團低音大提琴首席。陳肇珩導師曾

參與多個樂團，現為香港小交響樂團兼職低音樂手。在教學方面，她亦致力於香港演藝

學院青少年計劃、政府音樂事務處、室樂、 The Ultra Sound Music 及多間小學。 

 

黃潔穎女士(小提琴導師) 
黃潔穎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音樂系，於香港教育學院取得小學學位教師教育文

憑。黃老師曾任職小學教師，帶領學校敲撃樂團。她稍後任職小學音樂科主任，負責擬

定學校的音樂科發展計劃及一切音樂表演。黃老師曾是泛亞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亦曾

是香港歌劇社的聲樂家。她現在任職多間小學的弦樂導師，在教授弦樂有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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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 
簡      介： 本校管弦樂團於 2011年成立，由管樂、弦樂及敲擊樂 

的精英學員滙集一起，演奏出更高層次的音樂。樂團 

致力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發揮音樂潛質，使學生 

有更全面的音樂發展。除積極參與校內演出活動外， 

亦將代表學校參與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與友校樂團 

觀摩切磋，從而擴闊團員眼界，提升樂團水準。 

對      象： 一至六級 

日      期： 逄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2:30 – 4:00 

指      揮： 徐樂明先生 

負 責 老師： 鄧巧琛主任 

地      點： 一樓禮堂 

費      用： 每堂 30元 

名      額： 約 80 人 

 

 

 

徐樂明先生 

徐樂明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於 2000 年考獲獎學金往英國聖三一音樂學院深造，選修大提

琴演奏及音樂教育，並經常參與當地室樂及管弦樂演出。其後擔任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客座

大提琴首席，並參與泛亞交響樂團及香港兼職大提琴手。徐導師熱衷於室樂及現代音樂演

奏，經常聯同香港青年音樂家參與室樂演出，並多次首演香港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曾任職

音樂事務處及樂團指揮，積極推廣香港的音樂事務。徐導師亦於各中、小學及音樂中心任

教樂器班導師及指揮，如九龍真光中學、馬頭涌官立小學及葉氏兒童音樂實踐中心。 

 
 

導 師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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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擊樂訓練班及敲擊樂團 

目    的： (1) 提升學生對敲擊樂的興趣。 

(2)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3) 建立團隊精神。 

(4) 參加音樂節比賽及音樂表演。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一至五 
時    間： 

 

 

 

 

導    師： 

敲擊樂訓練班： 

(一、二年級)下午 1:20 – 2:05 

(三至六年級)下午 2:45 – 3:30，3:30-4:15 

敲擊樂團: 

逢星期一下午 2:45 – 4:15 

梁皓媛小姐、陳穎祺小姐、錢偉儀小姐、周俊廷先生、 

盧瑞歡小姐、區嘉敏小姐 

負責老師： 葉雅敏老師 

地    點： 本校課室 
學    費： 訓練班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0堂，每堂 110 元 

敲擊樂團：每堂 30元 名    額： 訓練班每節每小組 4人  
 

導 師 簡 介 

梁皓媛小姐(樂團指揮) 
出生於音樂世家，祖父梁順先生是一位著名擊樂領導，梁氐自小跟隨祖父學習中

國敲擊樂，從而對敲擊樂產生濃厚興趣，繼而發展了她的音樂之路。其後更跟隨

資深敲擊樂家錢國偉老師進修中西敲擊樂，亦師承作曲家羅煒綸老師學習指揮及

作曲。 

2010年由梁氐帶領之學員於國際流行鼓大賽取得總決賽金獎，教學期間多次帶領

學員參與國際大賽，屢獲殊榮，在國際藝術音樂大賽獲頒發優秀導師獎。其後更

獲香港藝術聯會邀請出任中西敲擊樂學會會長，及擔任國際藝術音樂大賽、國際

敲擊樂大賽評審。 

梁氐現任職香港敲擊樂協會主席，樂團音樂總監及指揮，香港世紀管樂團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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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祺小姐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獲頒音樂文學士（榮譽）學位，（主修敲

擊樂演奏及教學法）和音樂碩士學位。她亦以優異成績考獲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

演奏文憑（LTCL）。陳氏曾多次於海內、外參與演出及比賽。此外，她亦熱衷於

音樂教育工作，為多間中、小學擔任敲擊樂導師及樂團指揮。 

 

錢偉儀小姐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西洋敲擊樂，師從龍向榮博士和辜柏麟先生，並考獲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高級演奏文憑（敲擊樂演奏）。她曾參與多個專業樂團的演出，

包括澳門樂團和香港管弦樂團等，是位活躍的演奏家。同時，她亦是多所學校的

敲擊樂導師。 

 

周俊廷先生 
自小學習敲擊樂，為節奏樂隊成員。中五時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敲擊樂八級資

格。二零一一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在學期間隨龍向榮博士學習敲擊樂，

並於二零一零年以優異成績考獲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敲擊樂演奏級文憑

（ATCL）。大學期間為崇基管弦樂團及崇基管樂團的首席敲擊樂手，並多次參與

樂團的演出和表演。現時主要作敲擊樂的教育工作。 

 

盧瑞歡小姐 
自幼學習鋼琴與敲擊樂，於中學期間一直參與多個管弦樂團及任敲擊樂手，在學

期間亦屢次參與校際音樂節，獲優異成績。曾為本港音樂節開幕禮作表演嘉賓，

亦於國內外作多次演出。盧氏現就讀於香港大學主修音樂，主修敲擊樂，副修鋼

琴，為香港大學管弦樂團之敲擊樂、定音鼓手，於地區管弦樂團作特約成員等，

亦有多年為中小學作敲擊樂導師之經驗。 

 

區嘉敏小姐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師承龍向榮博士主修西洋敲擊樂。她於 2000 年獲選為亞洲

青年管弦樂團敲擊樂手，獲香港賽馬會獎學金資助培訓及演出。2009 年，區氏畢

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獲頒音樂文學碩士。她現於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攻讀教育博士，同時活躍於音樂演出和教育，是香港

管弦樂團等專業樂團的特約樂師，並任教於音樂事務處、香港演藝學院校外進修

學院、香港敲擊樂中心及多所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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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鐘隊(手鈴) 
目    的： (1) 培養學生對手鐘及手鈴之興趣。 

(2) 鍛鍊出忍耐和專心聆聽的性格。 

(3) 建立團隊精神。 

(4) 參加校際手鈴節。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二 

時    間： 下午 3:30 –4:45 

負責老師： 吳韻雯老師 

地    點： 本校二樓活動室 

費    用： 40 元 (用作購買樂譜及手鐘保養) 

名    額： 約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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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訓練班及中樂團 
目      的： (1)  培養學生的藝術修養。 

(2)  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及培養團隊精神。 

(3)  提高學生對中華文化藝術的認識和興趣。 

(4)  提供參加表演或比賽的機會予學生。 

對      象： (1)  二胡班(每班 8-10人)、適合二年級或以上同學學習。 

(2)  古箏班(每班 8-10人)、適合二年級或以上同學學習。 

(3)  笛子班(每班 10-12人)、適合一年級或以上同學學習。 

(4)  中國鼓班(每班 8-10人)、適合一年級或以上同學學習。 

(5)  揚琴班(每班 4-5人)、適合一年級或以上同學學習。 

(6)  嗩吶班(每班 2-3人)、適合一年級或以上同學學習。 

日      期： 中樂訓練班：逢星期一至五 

中樂團：逢星期五 

時      間： 中樂訓練班：上午 7:30-8:15 或下午 1:20-2:05(P.1,2), 

2:45-3:30(P.3-6) 分三節 每節 45分鐘  

中樂團：下午 2:30-4:00 

機      構： 藝術起義 

負 責 老師： 楊秋月主任及蘇嘉暘老師 

地      點： 本校課室及地下舞蹈室 

學      費： 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0堂，每堂約 80元 

培 訓 宗旨： 中樂訓練班－演奏樂器是需要長期的學習才能有所成， 

故中樂訓練班並非短期的興趣班。學員在訓練班中會學 

習到基本的演奏技巧。 

中樂團訓練－當學員學到一些基本的演奏技巧後，就會 

被編入中樂團，他們不但可以在樂團中接受合奏訓練， 

還要培養團隊精神和提高專注力，這部分是重要而必頇 

的。當學員的演奏達一定水準，就會由導師推薦參與演 

出或比賽。 
 

導 師 簡 介 
易承殷女士(彈撥/指揮)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榮譽學士(榮譽)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行政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幼兒教育碩士 
雙主修柳琴及琵琶，副修古箏。曾代表香港到歐亞各地擔任獨奏演出，現為多間中
小學的器樂導師及指揮。易氏亦經常擔任幼兒音樂教育講座、文化專題講座及音樂
成長講座之講者，致力推動音樂教育的發展，易氏現為香港中樂發展基金會，項目
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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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敬彬先生 (音樂顧問/首席指揮) 

香港大學音樂哲學（作曲）博士生 

澳洲墨爾本大學音樂碩士 

澳洲墨爾本大學音樂榮譽學士 

伍氏精通中西音樂，其音樂作品獲獎無數，多次在世界各地發佈演出，活躍於國際舞台之

上。此外，伍氏致力青年樂團的訓練與音樂創作工作，對培育音樂新生代不遺餘力。 

 

葛力先生 (吹管)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碩士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榮譽學士 

葛氏活躍於本地及國際的舞台，積極參與錄音及教育工作，以靈活生動之手法推廣音樂藝

術。曾於 2008「絲綢之路藝術節」參演音樂劇巡迴演出，推廣吹管藝術，成績好評如潮。

葛氏現為多間中小學的吹管導師及樂團指揮。 

 

吳煒然先生 (二胡)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深造文憑（音樂） 

凱聲音樂教育中心行政經理 

竹韻小集行政經理（節目） 

吳氏為本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社區音樂大使，擁有多年教學經驗，現任職多間中小學

之胡琴導師。吳氏常代表香港出外巡迴演出，足跡遍佈歐亞各地。在音樂教學上，吳氏主

張因材施教，擅於為學生設計學習藍圖，將多元教學模式統整於音樂學習之中。 

 

黃肇敏女士 (彈撥) 

英國倫敦 Kingston University 音樂榮譽學士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深造文憑（音樂） 

主修琵琶，副修敲擊。現為凱聲音樂教育中心助理音樂主任及多間中小學之器樂導師。在

教學上，黃氏主張遊戲中學習，學習中遊戲，有效提高學生對音樂學習之動力與興趣。 

 

陳偉康先生 (敲擊)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碩士生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士(榮譽) 

師承音樂大師閪學敏先生，曾獲獎學金前往北京音樂學院深造。陳氏擁有豐富的教學經

驗，活躍於本地音樂舞台之上，多次獲邀擔任敲擊工作坊之主持，積極推廣音樂教育之發

展。 

 

丘藹雯女士 (古箏)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榮譽學士 

香港中文大音樂碩士 

主修古箏，現為音樂事務處兼職導師及各中小學之古箏導師。多年來，丘氏積極推動古箏

音樂之教育，注重全方位的學習歷程，於教學中加入合奏及重奏的技巧訓練，務使學生得

到多向的音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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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詩班 
目      的： (1)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2)  提升學生歌唱的興趣。 

(3)  培養同學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及合作精神。 

(4)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或比賽。 

對      象： 五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2:45–4:15 

導     師： 黎王小慧女士 

負 責 老師： 張鈞雅老師 

地      點： 本校音樂二室 

費      用： 80元（支付購買樂譜、學習材料及詩班袍使用費） 

名      額： 約 60 人 

*學生不用遞交申請表格，因活動由老師進行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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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詩班 
目      的： (1)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2) 提升學生歌唱的興趣。 

(3) 培養同學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及合作精神。 

(4)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或比賽。 

對      象： 二至四年級 

日      期： 星期二 

時      間： (三、四年級)下午 2:45 – 4:15 

(二年級)下午 3:30-4:15 

導     師： 梁頌賢老師 

地      點： 禮堂閣樓演講室 

費      用： 80元（支付購買樂譜、學習材料及詩班袍使用費） 

名      額： 約 90 人 

*學生不用遞交申請表格，因活動由老師進行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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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笛隊 
目    的： (1) 提升學生演奏直笛的能力及增強其自信心。 

(2) 參與音樂節比賽及表演。 

對    象： 三至六年級(頇由老師挑選) 

日    期：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3:30 – 4:30 

導    師： 陳國源副校長 

地    點： 本校音樂一室 

費    用： 全年 50元(支付購買樂譜及學習材料) 

名    額： 約 20 人 

 



女子排球訓練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培養同學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及合作精神。 

(3)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4)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對      象： 四至六年級女同學 (頇由老師挑選) 

 

日期及時間： 

 

星期四(3:30-4:30) 

 

導      師： 

 

李敏萍老師 

 

地      點： 

 

本校籃球場 

 

學      費： 

 

全免 

 

名      額：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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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排球訓練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培養同學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及合作精神。 

(3)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4)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對      象： 五至六年級男同學 (頇由老師挑選) 

日期及時間： 星期四(下午 3:30-4:45)  

導      師： 鄭俊傑主任 

地      點： 本校籃球場 

學      費： 全免 

名      額： 15-20 人 

 

 



跆拳道 

目    的： (1)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2)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三 

時    間： 上午 7:40-8:25一及二年級(初班)  

下午 3:00-4:00三至六年級(高班) 

機    構： 捷擊跆拳道館 TAEKWONDO JET KICK KWAN 

負責老師： 袁雪瑩老師 

地    點： 本校望覺協和堂 

學    費： 全年分 2期，每期約 10堂，低組每堂 45元 

(新生獲免費贈送跆拳服約 230元，高組每堂 50元) 

名    額： 約 20人 

備    註：  教練會因應學生程度推薦參加考試，考試費用約 250元 

(包括証書及色帶)。 

 

活 

動 

簡 

介 

跆拳道是一種手腳並用的武術運動，亦

是韓國國技，它既可作為自衛，又可強身

健體，並能鍛鍊思考，增強自信心。跆拳

道課程包括武德、禮貌、領袖技巧、手腳

部攻防技巧、套拳、搏擊及自衛術。同學

經訓練後可自由參加考核升級試，凡合格

者可獲頒發香港認可之帶級證明書及色

帶乙條。 

此外，表現優良的同學還可參加聯校跆

拳道錦標賽。 

16 



初級籃球興趣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培養同學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及合作精神。 

(3)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4)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5)  讓同學接受籃球技術的訓練。 

對      象： 一致三年級男女同學 

日      期： 星期六 

時      間： 上午 9:00–11:00 

導      師： 丘一琪女士 

(現任中學籃球隊及小學籃球興趣班教練) 

負 責 老師： 黃雪鄉主任 

地      點： 本校操場 

學      費： 全年分 2 期，每期 12 堂，每堂 55元 

名      額： 約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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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擊 
目      的： (1)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或比賽。 

(2)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3)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4) 鍛練肢體的協調性，使體態優美。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六 

時      間： 高班下午 1:30–3:30 

(對劍擊已有基本認識及曾參與比賽的同學) 

低班上午 11:30-下午 1:30(一至六年級有興趣的同學) 

機      構： 香港劍擊總會 

負 責 老師： 蔡幗雅老師 

地      點： 地下舞蹈室 

學      費： 全年 3 期，每期 8堂，高班每期約 1000 元， 

初班每期約 500元 

 

名      額： 約 10人一班 

 



女子籃球培訓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培養同學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及合作精神。 

(3)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4)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5) 讓同學接受籃球技術的訓練。 

(6)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比賽。 

對    象： 三至六年級女同學 

日    期： 星期一 

時    間： 下午 3:00–5:00  

導    師： 馮孟誠先生 

負責老師： 黃雪鄉主任 

地    點： 本校操場 

學    費： 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0堂，每堂 50元 

名    額： 約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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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子籃球導師簡介 

男子籃球培訓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3) 建立自信，促進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4) 讓同學接受籃球技術的訓練。 

(5)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比賽。 

對    象： 一至六年級男同學 

日    期：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3:00–5:00 

導    師： 馮孟誠先生 

負責老師： 鄧潔儀老師 

地    點： 本校操場 

學    費： 全年分 3期，第一期約 13堂，每二期約 8 堂， 

第三期約 10堂  每堂 55元 

名    額： 約 30人 

 

2005      ：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中學生運動會  

– 香港學界代表團籃球(女子)教練 

2003- 2004： Schools Interport Basketball Championships – Coach  

(Secondary Girls)of the Hong Kong School Team 
2002      ： 1.  Asian School Basketball Championships – Coach 

(Secondary Girls) of the Hong Kong School Team. 

2. ‘PEP-CUP’Asian School basketball Championships – 

Coach  

of the Hong Kong School Team 
2001- 2002： Schools Interport Basketball Championships 

– Coach of the Hong Kong Schoo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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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足球訓練班 
目    的： (1)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2) 促進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3)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學界足球比賽或其他比賽。 

對    象： 三至六年級男同學 

日    期： 星期二及四 

時    間： 星期二下午 2:45 –4:45,  

星期四下午 3:30 –5:00 

導    師： 香港足球總會註冊教練 

負責老師： 陳堅老師 

地    點： 校內籃球場 

學    費： 全年分 2期，每期約 18堂，每堂約 40 元 

名    額： 約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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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班 
目      的： (1) 提供循序漸進、有益身心的課餘活動 

(2) 能短期內學會游泳及提昇水準 

(3) 鍛鍊個人毅力及進取心 

(4) 促進身心健康及德育方面的平衡發展 

(5) 成績優異之學員可獲推薦加入校隊/泳天泳 

隊，接受系統性訓練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適合任何程度) 

日      期： 星期一至星期日 (詳細日期請參閱泳班通告) 

時      間： 詳情請參閱泳班通告 

導師及機構： 駐場泳班教練 (泳天游泳會) 

負責老師  ： 鄧潔儀老師 

地      點： 可自選以下溫水游泳池 

(包括:九龍公園/德藝會/培正學校/喇沙中學/新界 

石門【毗鄰沙田第一城】/馬鞍山啟新書院) 

學      費： 每小時約 100 元-150 元 (視乎地點而定) 

  
 

泳隊 
目      的： (1) 建立團隊合作技巧及團隊精神 

(2) 制定個人目標，提升自我突破能力 

(3) 發揮個人專項優勢 

(4) 提供系統性訓練 

(5) 表現優異者獲推薦入泳天泳隊/香港地區性泳 

隊/香港游泳隊接受訓練 

對      象： 二至六年級 (頇通過甄選試或泳班教練推薦) 

日      期： 星期一及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45 – 5:00 / 下午 2:45– 4:00 

 (因應訂場情況而定) 

導師及機構： 潘暾一教練 (泳天游泳會) 

負責老師  ： 鄧潔儀老師 

地      點： 深水埗公園泳池/九龍公園泳池/荔枝角公園泳池 

(因應訂場情況而定) 

學      費： 每節港幣約 65 元 

名      額： 20 –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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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泳天游泳會 電話: 2512 2793 或瀏覽泳會網頁 www.wtsc.com.hk 

 

 



導 師 簡 介 

   『駐場泳班教練』持有資歷如下: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註冊教練 

 香港游泳教練會游泳教練證書 

 香港游泳教練會中級游泳教練證書 

 美國游泳教練會游泳教練證書 

 香港游泳教練會會員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游泳裁判證書 

 香港拯溺總會泳池救生章 

 香港拯溺總會泳池活動導師拯救章 

 具備 8 年或以上教學經驗 

 

 

   『校隊教練』: 潘暾一小姐 

 持有香港游泳教練會教練證書 

 持有香港游泳教練會中級游泳教練證書 

 持有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游泳裁判證書 

 2011 年『第三屆全港運動會』油尖旺區游泳隊教練 

 2009 年『第 52 屆馬來西亞公開游泳錦標賽』香港代表隊教練 

 2003 – 2005 年中國山西省游泳運動管理中心教練員 

 2003 年『中國全國錦標賽』100 米蛙泳季軍  

 2003 年『中國全國錦標賽』 50 米蛙泳季軍 

 2002 年『世界游泳短池賽-上海站』100 米蛙泳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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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 簡 介 

羽毛球訓練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3)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4) 讓同學接受羽毛球技術的訓練。 

(5)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比賽。 

對    象： 三至六年級(頇由老師挑選) 

日    期： 星期二 

時    間： 下午 2:45–4:15 

導    師： 陳愛彌女士 

負責老師： 李佩貞老師 

地    點： 學校大禮堂 

學    費： 全年約 23堂，每堂約 80元 

名    額： 約 14 人 

 

   陳愛彌女士曾奪得混雙世界排名第十八位，更代表香港參加

第二十六屆亞特蘭大奧運會。其後亦在各國公開賽中奪得混雙冠

軍。現為香港羽毛球總會註冊教練，教學經驗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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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訓練班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3) 建立自信，促進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4) 讓同學接受田徑技術的訓練。 

(5)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比賽。 

對    象： 三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一及三 

時    間： 下午 2:45–4:45 

導    師： 林協先生(田徑總會教練) 

負責老師： 陳堅老師 

地    點： 本校操場 

學    費： 全年分 2期， 

第一期約 15堂， 

每二期約 13堂， 

每堂約 40元 

名    額： 約 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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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訓練班 
目    的： (1)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示範表演及比賽。 

(2) 強健身體，增強自信心。 

(3)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4) 培養同學堅忍的意志及恆心。 

對    象： 三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2:45-4:15 

導    師： 沈木清先生 (香港射箭總會註冊教練) 

負責老師： 潘玉蘭老師、歐陽心儀老師 

地    點： 地下禮堂 

學    費： 全年 20堂，每堂 50元 

名    額： 16 人 

 



導 師 簡 介 

李霆堅先生為香港乒乓球總會一級註冊教練、香港教練培訓委員會

一級註冊教練、香港體育發展學院乒乓球教練。李教練曾奪全港公

開乒乓球單項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全港公開甲組團體賽冠軍。任

教多間中小學及體育會，並協助訓練校隊，李教練教學認真，學生

獲益良多。 

 

乒乓球訓練班 
目    的： (1) 啓蒙小朋友對乒乓球的學習樂趣，培養運動家精神， 

增強自信心。 

(2) 透過有系統及循序漸進的訓練課程，提高學生對乒乓球 

運動的興趣、知識及技術水平。 

(3)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比賽，可加強團隊精神。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二、四及五 

時    間： 星期二 下午 2:45–4:15  進階班(三至六年級)兩節計 

星期四 上午 7:30–8:15  初級班(一年級) 

星期五 上午 7:30–8:15  初級班(二年級) 

導    師： 李霆堅教練 

負責老師： 龍永光老師 

地    點： 本校望覺協和堂 

學    費： 全年約 20堂，每節約 50元 

名    額： 約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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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 
目    的： (1) 培養同學對肢體協調活動的能力。 

(2) 增強學習運用肢體表達情感及節奏。 

(3) 建立團隊精神。 

(4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或比賽。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六 

時    間： (高組)上午 10:45–下午 1:00 

(低組)上午 11:30–下午 1:00 

(兩組重疊的時間進行基訓) 

導    師： 李志強先生 

負責老師： 陳嘉儀主任 

地    點： 本校望覺協和堂 

學    費： 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2堂，每堂約 65元(服裝費另計) 

名    額： 約 20 人 

 

導 師 簡 介 

李志強先生為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現代舞系第一屆畢業生，隨後

即加入城市當代舞蹈團為全職舞蹈員。在職期間，曾多次為舞蹈團

編舞及任教於香港學生舞蹈團；91 年任香港中國舞集副團長。92 年

離職後，於香港演藝學院任教至今，曾先後兩次赴美深造及多次為

各大小舞蹈比賽擔任評判；現仍醉心舞蹈教學及編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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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舞 
目      的： (1) 建立團隊精神。 

(2) 提升學生對舞蹈的興趣。 

(3)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4)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及專注力。 

(5) 鍛鍊肢體的協調性，使體態優美。 

(6)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表演或比賽。 

對      象： 一至五年級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六下午 1:30-3:00 

導      師： 黎雅端女士 

負 責 老師： 李敏萍老師 

地      點： 本校望覺協和堂 

學      費： 全年分 3期，每期約 12堂，約 700 元一期 

(服裝費另計) 

名    額： 約 20 人 

 

導 師 簡 介 

黎雅端女士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高級文憑畢業，在學年間獲頒 Sir Bison 獎學
金，Carl Wolz 獎學金，芳婷舞蹈用品公司獎學金，芭蕾舞系獎學金等。曾為多
個專業舞團演出，包括香港芭蕾舞團 <仙凡之戀>， <天鵝湖.>，香港舞蹈團 <
經典回望>，<手拉手>，不加鎖舞踊館 <十夜>， <終極十夜>，動藝 <舞‧人‧
情‧講>， MT PULSE <Musical Moment 08>， <熾身>等。任教於多間小學，幼
稚園及青少年中心等。現為自由身舞者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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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舞 
目    的： (1) 訓練學生身體各部分協調及專注力。 

(2) 建立自信，促進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3) 鍛鍊肢體的協調性，使體態優美。 

(4) 讓同學有機會參加校內、校外表演或比賽。 

對    象： 一至六年級 (*2013 年 2月收新生) 

日    期： 星期一、二 

時    間： 星期一上午 7:30-8:15(二年級) 

星期二上午 7:30-8:15 (三年級) 

星期一下午 2:45–4:15 (四至六年級) 

星期一/ 二上午 7:30-8:30 (一年級) 

導    師： 邵振鴻女士 

負責老師： (低組)李美嫻老師及(高組)陳嘉儀主任 

地    點： 本校望覺協和堂 

學    費： 全年約期，每期約 10節 

低組（一年級至二年級）：每節約 45分鐘，每節 50元 

（包括服裝費及行政費） 

高組（三年級至六年級）：每節 1.5 小時，每節 60元 

（包括服裝費及行政費） 

名    額： 每組約 20至 25 人 

 

導 師 及 活 動 簡 介 

本校中國舞組分高組及低組，每年
約於二月份招募一些對中國舞有興
趣的同學。每年會參加學校舞蹈
節，成績良好。同學們亦有機會參
加一些校內及校外表演，藉此增強
同學們的自信心及對舞蹈之興趣。 
導師邵振鴻女士 – 已考獲教授舞
蹈之專業文憑(The Theory and 
Demonstration of National Dance 
Exam)並曾於日本、馬來西亞、北京
及美國學習當地之傳統舞蹈，擁有
多年的教授舞蹈的經驗，帶領本校
學生獲得優異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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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圖像拼音班 
目      的： (1) 透過不同拼音活動，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與趣。 

(2) 透過不同課題，提升學生聽說英語的能力。 

對      象： 一、二年級(初班、中班、高班)  

日      期：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1:20–2:05 (45 分鐘、共十二堂) 

導師及機構： Tong’s Trinity Workshop Limited 

負責老師 ： 徐潔欣老師 

地      點： 本校課室 

學      費： 每班 690元 

名      額： 每班約 8-15人 

 
 

 

課程簡介： 

「英語圖像拼音」課程由 Tong’s Trinity Workshop Limited 之導師教

授，課程以開發記憶的潛能，用故事及圖像來訓練左、右腦不同的

功能，讓同學輕鬆地學習。故事國際拼音課程是學習英語發音的基

礎；以左右腦圖片故事形式教授四十四個國際拼音音元，從遊戲、

活動中學習，令學員在既開心又輕鬆的學習環境中，掌握拼音音元

及拼讀技巧。此課程能幫助同學們提升閱讀和默寫能力，而此國際

音標技巧可用至大學及所有語言拼讀。本中心的導師全為合資格之

導師或現任教育學院之英文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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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小作家 
目    的： (1)  培養學生創意寫作的能力。 

(2)  增強語文表達的信心。 

(3)  提高同學對寫作的興趣。 

對    象： 四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3:45-5:00  

導    師： 羅詠霞主任 

地    點： 本校課室 

名    額： 約 15-20人 

*此課程由老師挑選於寫作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英語話劇比賽班 
目    的： (1)  培養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 

(2)  增強學習英語的信心。 

(3)  建立團隊精神，促進與別人合作的能力。 

(4)  學生培訓後將參加學校戲劇節戲劇比賽。 

對    象： 四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45–4:45 

導    師： 外籍英語話劇培訓導師 

負責老師： 葉國強主任、徐家康及郭文麗老師 

地    點： 大禮堂 

學    費： 全年約 2000 元，每堂兩小時， 

每堂約 130 元，共 30小時 。 

名    額： 14人(此課程由老師挑選於英文 

表達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參加。 

面試選拔將於稍後進行。)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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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大使 
目    的： 重點訓練表達能力強、儀態端莊、大方、具自信 

心及善於與人溝通的學生。 

對    象： 三至六年級學生 

日    期： 逢星期二 

時    間： 下午 3:30 – 4:15 

負責老師： 霍珮珊老師及林寶如老師 

地    點： 本校課室 

學    費： 全年約 15堂 (學費全免) 

名    額： 約 15 人 

 

*此課程由老師挑選以上各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精英數學培訓班 
內    容： (1) 重視培訓同學的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 

(2) 著重培訓同學的解難能力，讓同學將不同的 

    解難方法內化為思考習慣。 

對    象： 二至六年級（由校方選拔） 

日    期： 星期二或星期三 

時    間： 二年級下午 1:20-2:05，三至六年級下午 2:45–3:30 

地    點： 本校課室 

費    用： 二至六年級免費(如有需要購買學習材料，費用約 50元) 

* P.6 培訓班(需支付外聘導師費約 100元) 

負責老師： 吳韻雯老師(P.2) 徐玉清主任(P.3) 鄺翠蓮老師(P.4)  鄭

鄭俊傑主任(P.5)  吳安妮老師(P.6) 

名    額： 每班約 15人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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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L.「英文資優寫作班」及協和英語大使 
目    的： (1) 提升學生英文寫作及說話技巧。 

(2) 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3) 提升學生創意。 

對    象： 五至六年級 

日    期： 逢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3:30-4:15 

導    師： Ms Brandi M.Katz   Mr David J.Harmer 

地    點： 英語室 

學    費： 全免 

名    額： 10人 

此課程由老師挑選於英文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參加。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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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簡 介 

彩繪班 
目    的： (1) 讓學生從生活中多角度學習視覺藝術，從而啟發思 

考和創作力。 

(2) 發掘學生的藝術天份。 

(3)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4)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作品展覽或比賽。  

對    象： 三、四年級 

日    期： 星期一 

時    間： 下午 2:45–4:15 

機    構： 藝坊 

負責老師： 何君璧老師 

地    點： 本校視藝室 

學    費： 全年約 20堂，每堂約 80元 

名    額： 約 30 人 

 

導師透過有趣及創新的教學方法，讓學生運用不同的物料進行創作，

製造出一些風格獨特的作品。而你所製作的作品，全部陳展在校舍四

週，讓同學們分享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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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視藝班 
目    的： (1)  透過有趣創新的教學方法及材料， 

讓學生從生活中多角度學習視覺藝 

術，從而啟發思考和創作力。 

(2)  發掘學生的藝術天份。 

(3)  修養個人品格，陶冶性情。 

(4)  同學日後有機會參加作品展覽或比賽。 

對    象： 五、六年級(頇由老師挑選) 

日    期： 星期二 
時    間： 下午 3:30–4:15 

導    師： 關翠玲老師 

地    點： 本校視藝室 

費    用： 全免 

名    額： 15人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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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至叻人 
內   容： (1) 學習以影像表達意念及想法。 

(2) 認識影片拍攝的器材及拍攝技巧。 

(3) 影片後期製作(剪接、加入字幕、特效、配樂)。 

(4) 認識製作者的責任與操守。 

(5) 協助拍攝校園電視台節目、短片。 

對    象： 四至五年級 

日    期： 星期四(2013年 1月開班) 

時    間： 下午 3:30-5:00 

機    構： 傳媒智能有限公司 

負責老師： 李淑芬主任 

地    點： 校園電視台 

學    費： 約 580 元 (全期 10堂) 

人    數： 約 15 人 
  (此活動為校本資優教育計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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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簡 介 

The Mongoos 之教學理念是培養孩子多角度思考，以理性分析提升孩子學習意

欲，使孩子能積極尋找問題解決方法，提升孩子創意潛能，增強邏輯思考能

力體驗群體合作精神，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增加成就感及自信。中心自成立

以來，已與多間學校及機構合辦智潛能課程，反應熱烈。學生更組隊參加 2009

年度之聯校 LEGO 電腦機械人比賽及 WRO(World Robot Olympics)香港選拔

賽，更獲得一等獎殊榮。 

 

LEGO電腦機械模型探索課程 
目    的： 透過 LEGO教學組件，訓練小朋友在實際模型建造的過 

程中，學習電腦邏輯程式編寫、機械原理，推理思考、 

問題解難及創造發明，發揮科學探索精神，以促進學生 

「多元智能」的發展。 

證    書: 學生課堂出席率達 8 0%可獲頒發畢業證書  

(課堂表現評估報告) 

對    象： 三至六年級 

日    期：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3:40 – 4:55 

導    師： The Mongoos Ltd 

負責老師： 葉小芹副校長 

地    點： 本校電腦室 

學    費： 全年分兩期，每期約 10堂，每期約 690元           

名    額： 每班 18 人(3至 4人一組) 

備    註： 課程以升級制進行，舊生將升往更高級別，歡迎未曾 

報讀或已完成上季課程之學生參加 

網  頁: http://www.themongo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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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的活動 



我喜愛的活動 



 

我的聯課活動時間表 



 心底話 



 



 


